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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貿易額十年翻一番
台商對陸投資顯著增長 在陸台商：如留台不會有今天成就

美首宗「中國行動計劃」受審案件 法院駁多項控罪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美國政府2018年
發動「中國行動計劃」，對多名華裔學者進行
無理迫害，但大部分案件經法庭審理後都被駁
回，類似案例20日再添一宗。美國堪薩斯大學
華裔化學工程教授陶豐被控為中國政府擔任科
技間諜的案件，聯邦法官20日駁回陪審團裁定
罪成的其中三項電匯欺詐罪，只維持一項虛假
陳述罪名成立。據悉，陶豐是第一個受審的案
例。

電匯欺詐明顯證據不足
50歲的陶豐被控在堪薩斯大學工作期間，非
法隱瞞他在中國福州大學的工作，堪薩斯州地
方法院陪審團今年4月裁定他犯下三項電匯欺
詐罪和一項虛假陳述罪，三項電匯欺詐罪可被
判監20年和罰款25萬美元，虛假陳述罪最高
刑罰為5年監禁。
但陶豐的辯護律師蔡登博格稱陶豐只是進行
「兼職」，他完成了堪大所有研究，在中國福
州大學的工作也未得到報酬，因此並未違法。
此外，陶豐在一些論文中曾列出他與兩間學校
的關係，顯示他未有隱瞞；在陶豐被捕前數月

的2019年4月，堪大還表揚陶豐的研究工作。
聯邦地方法院法官魯賓遜裁定，聯邦檢察官
未提供足夠證據支持電匯欺詐定罪。魯賓遜表
示，陶豐在2018年向堪薩斯大學提交了一份利
益衝突聲明，沒有透露他在福州大學的活動，
屬於虛假陳述，但沒有證據顯示他因這項工作
收到金錢或財產，而那是電匯欺詐定罪必須具
備的條件。
蔡登博格隨後發聲明稱，對裁決證明陶豐無
意欺詐感到高興，並正就虛假陳述定罪考慮採
取下一步行動。

2002年移美堪大終身副教授
陶豐於中國出生，2002年移居美國，2014年
8月開始在堪薩斯大學環境有益催化中心擔任
終身副教授；該中心從事永續技術研究，以保
護自然資源和能源。聯邦檢察官指控陶豐隱瞞
他在中國的工作，騙取堪薩斯大學、聯邦能源
部和國家科學基金會提供的研究項目經費。陶
豐為參與中國長江學者獎勵計劃，曾前往中國
建立實驗室，並為福州大學招聘員工，當時他
告訴堪大校方自己身在德國。

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迎迎 接接

◆◆陶豐的妻子今年陶豐的妻子今年33月在堪薩斯州地方法院外抗議月在堪薩斯州地方法院外抗議，，要求法庭要求法庭
公平審理丈夫的個案公平審理丈夫的個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美國法院裁定美國法院裁定，，陶陶
豐的電匯欺詐罪不成豐的電匯欺詐罪不成
立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長江流域特旱面積超50萬平方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及新華社報
道，近期長江流域多地持續旱情。20日18
時，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氣象乾旱黃色預
警，這也是今夏以來，中央氣象台連續第34
天發布乾旱預警。
根據氣象乾旱監測，江蘇、安徽、河南、湖

北、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貴州、廣東、
廣西、重慶、四川等地仍然存在中度至重度氣
象乾旱。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高級工程師
張穎嫻表示，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江西大
部、湖南大部、重慶東南部以及貴州東北部甚
至達到了特旱的等級，在長江流域等地區，特
旱面積超過50萬平方公里。

城陵磯站水位118年來同期最低
受持續旱情影響，湖南全省達到中度以上
氣象乾旱。截至19日，湖南邵陽市新邵縣持
續重度以上乾旱時間達47天，是湖南旱情最
嚴重的縣區之一，群眾出現飲水困難。為
此，新邵縣採取進山送水、就地打井等措
施，全力保障村民生產生活用水。

受持續旱情影響，湖南全省達到中度以上
氣象乾旱。洞庭湖最近30天的上游來水量較
多年同期均值偏少77%，為1959年以來同期
最少，導致洞庭湖水位持續下降。至21日8
時，洞庭湖標誌性水文站——城陵磯站水位
下跌至19.89米，較多年同期均值偏低7.56
米，為該站自1904年建站以來同期最低水
位。
對於這次旱情為何持續時間長，張穎嫻解
釋，夏季以來，中國的梅雨期持續時間比較
短，在部分地區出現「空梅」的情況。而在
七、八月份，颱風不能進入中國內陸，這樣使
得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降水和常年同期相比是明
顯偏少。另外，又遭遇1961年以來最強的高溫
事件，高溫少雨共同導致了持續旱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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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美國啟動的「中國
行動計劃」由於引起猛烈批評，並多次起訴失
敗，司法部已於今年2月結束這計劃。然而密歇
根大學華人教授協會會長陳岩表示，儘管「中
國行動計劃」已撤銷超過半年，但之前列入名
單中的2,000多宗個案並沒有因此終止調查，至
今陸續仍有華裔教授被定罪判刑，近期一名密
大華裔終身職教授也因類似原因關閉實驗室，
最終被迫辭職，這股「寒蟬效應」沒有人知道
將延續多久。

由密歇根大學華裔教授組成、有400多名成員
的「密大華人教授協會」去年中發表調查報告指
出，「中國行動計劃」導致該校近三分之二華裔
研究人員感到不安，還有三分之一成員考慮避免
申請聯邦經費，且近半受訪者因整個大環境改
變，很難集中精力來維持工作效率。
陳岩稱，距離發表這份調查報告已超過一

年，「之前已立案的調查行動並沒有停止，學
者因此離開美國，到歐洲、澳洲或其他國家尋
找工作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
道，當地時間20日，2022年德國
柏林國際軌道交通技術展覽會開
幕。當天，中國具有完全自主知識
產權的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
系統首次在歐洲亮相，引起了廣泛
關注。
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統
於2021年在中國青島成功下線，
是當前可實現的速度最快的地面交
通工具，也是世界首套設計時速達
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統。這
套系統配備了故障預測與健康管理
系統及災害預警方案，可實現自動
駕駛、實時監測、自動預警、遠程
決策的一體化綜合智能方案。

觀眾：它是飛機的強勁對手
展會觀眾特里蓬．格奧爾格接受
央視記者採訪時表示，「這項技術
令人印象深刻，它將會是飛機的強
勁對手。磁浮交通系統在舒適度、
速度、安全性等方面都是很有優勢
的。」
近年來，綠色環保、節能高效已
成為軌道交通運輸裝備研發的趨
勢。歐盟交通專員在當天的開幕式
中表示，此次展會聚焦可持續發
展。來自中國的企業展示了在氫能
源利用、機車低排放和核心部件高
效能利用等方面的綠色科技。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因疫情停擺一個多
月後，景區、酒店、免稅店陸續恢復營業，海南省
三亞市的旅遊行業又一次踏上復甦之路。
9月20日三亞市開放跨區人員車輛流動，酒店迎
來復工潮。在線旅遊平台攜程的數據顯示，三亞21
日整體恢復開業的酒店接近1,300家，達到三亞市
酒店總量的七成。 21日上午，中免集團三亞國際
免稅城恢復營業，至此，三亞市內4家離島免稅店
已全部復業。
景區方面，三亞市旅遊和文化廣電體育局21日發
布通告稱，即日起全市各旅遊景區落實疫情防控措
施後，有序恢復營業。
此外，海南官方新近提出系列方案，吸引人流入島
旅遊消費。如國慶期間外省牌照小型客車免費過海；
面向省外遊客追加安排5,000萬元人民幣旅遊消費
券，重點支持酒店入住、景點門票等消費場景等。

海南三亞旅遊業復甦

至今未銷案逾2000宗延續寒蟬效應

◆◆十年來十年來，，兩岸貿易和台商對大陸投資顯著增兩岸貿易和台商對大陸投資顯著增
長長。。圖為去年圖為去年55月在福州舉行的月在福州舉行的2121世紀海上絲綢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博覽會上之路博覽會上，，台灣展區人氣高漲台灣展區人氣高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兩岸政治交往取得歷史性突破，大陸推動實現
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首次會晤、直接對話溝
通，將兩岸交流互動提升到新高度，成為兩岸關
係發展道路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2011年兩岸貿易額為1,600.3億美元，2021年兩
岸貿易額增至3,283.4億美元，十年間翻了一番。

◆◆截至2011年，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85,772
個，到2021年底，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達到
124,142個，十年間增長44.7%。

◆◆2011年兩岸人員往來710萬人次，其中台灣同胞
來大陸526萬人次；2019年兩岸人員往來約900
萬人次，其中台灣同胞來大陸超過600萬人次。

◆◆大陸累計設立了78家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
和示範點，服務和入駐台灣青年創業項目企業220
多個，有兩千多名台灣青年學者在大陸高等院校任
教。

◆◆每年有近三千名台灣大學生在大陸高等院校獲得
獎學金，上千人次的台灣演藝人員參與大陸廣電
視聽節目和影視製作。

◆◆截至2022年6月，有41家台資金融機構獲批合格
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有53家台企在大
陸上市。

◆◆截至2021年，5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共有台資
項目350多個，總投資額超1,000億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談及
兩岸民間各領域交流合作以及人員往來的發
展，中央台辦新聞發言人朱鳳蓮21日表示，
兩岸關係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來自於民間和青
年。

大陸將推出更多惠台措施
展望未來，大陸將出台更多的惠台利民政策
措施，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持續為兩岸各界交流合作創造有力條件，促進
兩岸同胞加深相互了解，增進互信認同，共同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
她指出，過去十年，主要有四個方面的體
現。

第一，兩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要發展的
理念深入人心，兩岸大交流格局堅實穩固。兩
岸人員往來和各領域交流不斷擴大，已經形成
了全方位、多層次的交流格局。
第二，同等待遇政策不斷深化細化，助力更
多台灣同胞來大陸追夢、築夢、圓夢。2015年
實施台胞來往大陸免簽註政策，全面實施卡式
台胞證，進一步方便了台胞往來兩岸，當年達
到985萬人次峰值。
第三，兩岸社會文化融合發展不斷深化，新
時代新征程帶來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新氣象。
第四，基層民眾和青年群體已經成為兩岸交
流的主力軍，厚植兩岸關係發展的社會基礎和
前進動力。

兩岸關係發展民間是內在動力

對台工作和兩岸關係發展十年成就重點

◆◆兩岸女大學生參加騎行活動兩岸女大學生參加騎行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蔣煌基 北京、福建報道）「這十年，我們公

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廈門台協會長吳家瑩

激動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2002年他在廈門創辦佳好集團，受益於大陸

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各項政策扶持，集團近十年進入快車道，發展突飛猛進。

吳家瑩的感受只是這十年來在內地投資的台商的一個縮影。中央台辦副主任

陳元豐21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就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台工作和兩岸關係發展

情況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十年來，兩岸貿易和台商對大陸投資顯著增長。

2011年兩岸貿易額為1,600.3億美元，2021年兩岸貿易額增至3,283.4億美

元，十年間翻了一番。截至2011年，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85,772個，到

2021年底，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達到124,142個，十年間增長44.7%。

大陸穩居台灣地區最大出口市場、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台商島外投資第一

大目的地。

◆◆ 受高溫少雨天氣影響受高溫少雨天氣影響，，湖南省部分地湖南省部分地
區出現旱情區出現旱情。。 99月月1515日日，，湘潭市雨湖區湘潭市雨湖區
姜鎮聯映村村民在疏浚灌渠姜鎮聯映村村民在疏浚灌渠。。 新華社新華社

◆◆德國柏林國際軌道交通展德國柏林國際軌道交通展2020日開幕日開幕，，
人們在中國中車展區參觀人們在中國中車展區參觀。。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時速中國時速600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統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統2020
日首次在德國柏林國際軌道交通展展出日首次在德國柏林國際軌道交通展展出。。

於1995年進入大陸的吳家瑩在2002年創
辦佳好集團。前十年公司主做建材，後

十年經營業務日漸多元，橫跨電子零配件、
電器、食品等的銷售和代理等，一、二、三
產業全兼容。

受惠龐大市場及惠台政策
受惠於祖國大陸的人口紅利和龐大市場，
以及大陸持續對台釋放善意，出台各類惠台
政策，吳家瑩公司這些年享受了祖國大陸的
稅收減免和進出口貿易扶持，得以迅速發展
壯大。「如果公司留在台灣或者響應台灣當
局的『新南向政策』去東南亞，不會取得今
天的發展成就。」吳家瑩說。
北京台資企業常務副會長、台商江藍對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過去十年來，大陸源源
不斷地對台商釋放出誠意和善意，都是為了
幫助台商台企實現更好更快的發展。「比如
台商投資法治環境的改善，更透明有序，覺
得做事情更方便了，此外，鼓勵台商來大陸
共享高端製造紅利的政策也很有吸引力。」
在大陸已有二十餘年的江藍，企業投資遍布
北京、福建、吉林等多個省市。「台商投資
大陸項目增長44.7%等一系列數字充分體
現，兩岸共享發展機遇，經貿合作實現了互
惠雙贏。」她說，「不斷釋放的政策紅利，
給了我和眾多台商持續在大陸投資建設的底
氣和動力。」

中央台辦宣傳局局長、新聞發言人馬曉光
21日在發布會上表示，十年來大陸持續擴大
兩岸經濟交流合作，推動兩岸經貿合作取得
豐碩成果，「兩岸的貿易金額十年翻了一
番，台灣對大陸貿易依存度居高不下。台商
投資大陸保持增長的勢頭，呈現大項目多、
科技含量提升的積極變化。」

兩岸經濟融合發展走深走實
此外，兩岸經濟融合發展走深走實。2018
年以來，先後出台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的「31條措施」、「26條措施」，助力台
胞台企發展的「11條措施」、「農林22條措
施」，以及擴大開放台灣居民在大陸申設個
體工商戶的政策，助力台胞台企分享更多大
陸發展機遇、享受更多同等待遇。支持台胞
台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國家區域重大
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江蘇、浙江、福
建等地上千家台企享受各類稅收優惠，數百
家台企獲得工業轉型升級、綠色製造、智能
製造等專項資金支持。
還有兩岸經貿合作平台增多，成效顯著。
在安徽合肥、福建廈門與泉州設立海峽兩岸
集成電路產業合作試驗區；在山東設立海峽
兩岸新舊動能轉換產業合作區；在廣西、湖
北、四川、江西和湖南設立5個海峽兩岸產
業合作區，截至2021年，共有台資項目350
多個，總投資額超1,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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